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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抓地性强，转

向方便及可快速拆装更换机头的一种履带轮结

构的多功能除雪机。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突

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安装有若干个承重轮的

履带轮机构，大大增加了触地面积，履带采用了

丁睛复合橡胶，轻便耐用，适应各种路面，具有极

强的制动、减震、防滑效果。两履带轮机构各设有

一个转向机构，可通过单向的刹车减速，使多功

能除雪机实现快速转向。动力机构下方安装有限

位支撑机构，能使多功能除雪机的快速接头保持

水平位置，无需其它操作，单人即可快速拆除机

头和安装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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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其组成包括：扶手总成、转向机构、操控机构、动力

机构、履带轮机构、限位支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履带轮机构设置在动力机构两端，所述

履带轮机构包括履带轮支架，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驱动轮，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若干

个承重轮，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引导轮，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张紧可调节支架，所述张

紧可调节支架上设有张紧轮，所述履带设置在驱动轮、引导轮、承重轮、张紧轮的外侧，所述

履带轮机构设置有转向机构，所述转向机构设置在履带轮机构与动力机构之间，所述动力

机构包括动力装置，所述动力装置下方设置有发动机底罩，所述发动机底罩下方设置有限

位支撑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轮中

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与履带轮支架连接，所述引导轮中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与履带轮支架

连接，所述履带轮支架设置在驱动轮与刹车盘之间，所述承重轮中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与

履带轮支架连接，所述履带轮支架一端套着张紧可调节支架，所述张紧可调节支架与履带

轮支架可伸缩移动，所述张紧轮贯穿张紧可调节支架与张紧可调节支架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机构

包括刹车盘，所述刹车盘同轴心设置在驱动轮与齿轮箱轮毂座连接盘之间，所述刹车盘与

驱动轮通过六角螺母连接，所述刹车盘与齿轮箱轮毂座连接盘通过六角螺母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支撑

机构包括限位杆，所述限位杆上设置有六角调节螺母，所述限位杆贯穿限位杆固定座与限

位杆固定座连接，所述六角调节螺母设置在限位杆与限位固定座连接在贯穿处两端，所述

限位支撑机构可通过调节限位杆上的六角调节螺母来调整除雪机的平衡角度，所述动力机

构包括快速接头，所述限位支撑机构调节到合适平衡角度时，快速接头可独立操作拆装更

换除雪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固定

座通过六角头法兰面螺栓固定连接发动机底罩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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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除雪设备技术领域，特指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

背景技术

[0002] 冬季下雪时，公路、道路等往往会因积雪堆积造成阻塞及安全问题，为了保证行路

的畅通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需要及时的清理积雪。现在清除积雪办法主要有：人工除

雪、化学溶剂除雪和机械除雪。人工除雪一般采用推、铲、扫方式，其缺点是费时费力，效率

低，只适宜小面积的场地。化学溶剂除雪虽然简单省事，但溶雪剂会对路面产生化学浸蚀，

缩短道路使用寿命，同时还存在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问题。机械除雪是目前最好的除雪方

式，不仅扫雪速度快、除雪效率高，而且除雪成本低，不会产生环境污染，因此，各种除雪速

度快、经济实惠的除雪机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得到推广应用。当前市场上的除雪机，有推雪

铲、扫雪机、抛雪机等，适用于不同场合，不同厚度的雪。像扫雪机，适用于20CM以下薄雪、以

及泥泞路面，扫雪机的头部装有滚刷，像是扫地的自动笤帚，机器自走的过程中滚刷向前旋

转，将积雪清扫到一侧。抛雪机适用于略厚的雪，可以自动将雪吃进雪斗里，然后通过小烟

囱一样的抛雪筒，将雪用风力和离心力抛出；抛雪机更像是撮雪的锹，可以将雪撮起来扬到

路边去。抛雪机离地面有一定的间隙，所以不适合薄雪。推雪铲适用于大范围，极厚的雪。为

了适应多种场合，现在的除雪机已经实现了一机多用，一台多功能除雪机，可以通过更换扫

雪头，抛雪头、推雪铲以及微耕头，就能实现多种功能。然而，当前市场上的多功能除雪机存

在结冰路面打滑，人工操作转向费力及更换除雪机头装置不便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抓地性强，转向方便及可快速拆装更换机头的一种

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

[0004] 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其组成包括：扶手总成、转向机构、操控机构、动

力机构、履带轮机构、限位支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履带轮机构设置在动力机构两端，所

述履带轮机构包括履带轮支架，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驱动轮，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若

干个承重轮，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引导轮，所述履带轮支架上设有张紧可调节支架，所述

张紧可调节支架上设有张紧轮，所述履带设置在驱动轮、引导轮、承重轮、张紧轮的外侧，所

述履带轮机构设置有转向机构，所述转向机构设置在履带轮机构与动力机构之间，所述动

力机构包括动力装置，所述动力装置下方设置有发动机底罩，所述发动机底罩下方设置有

限位支撑机构。

[0005] 优选地：所述驱动轮中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与履带轮支架连接，所述引导轮中心

轴贯穿履带轮支架与履带轮支架连接，所述履带轮支架设置在驱动轮与刹车盘之间，所述

承重轮中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与履带轮支架连接，所述履带轮支架一端套着张紧可调节支

架，所述张紧可调节支架与履带轮支架可伸缩移动，所述张紧轮贯穿张紧可调节支架与张

紧可调节支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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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优选地：所述转向机构包括刹车盘，所述刹车盘同轴心设置在驱动轮与齿轮箱轮

毂座连接盘之间，所述刹车盘与驱动轮通过六角螺母连接，所述刹车盘与齿轮箱轮毂座连

接盘通过六角螺母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限位支撑机构包括限位杆，所述限位杆上设置有六角调节螺母，所述

限位杆贯穿限位杆固定座与限位杆固定座连接，所述六角调节螺母设置在限位杆与限位固

定座连接在贯穿处两端，所述限位支撑机构可通过调节限位杆上的六角调节螺母来调整除

雪机的平衡角度，所述动力机构包括快速接头，所述限位支撑机构调节到合适平衡角度时，

快速接头可独立操作拆装更换除雪装置。

[0008] 优选地：所述限位固定座通过六角头法兰面螺栓固定连接发动机底罩下方。

[0009]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突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安装有若干个承重轮的履带

轮机构，大大增加了触地面积，履带采用了丁睛复合橡胶，轻便耐用，适应各种路面，具有极

强的制动、减震、防滑效果。两履带轮机构各设有一个转向机构，可通过单向的刹车减速，使

多功能除雪机实现快速转向。动力机构下方安装有限位支撑机构，能使多功能除雪机的快

速接头保持水平位置，无需其它操作，单人即可快速拆除机头和安装机头。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机的结构简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限位支撑机构所在整机位置的结构简图；

[001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限位支撑机构的结构简图；

[001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履带轮机构与转向机构连接的结构简图；

[0014]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履带轮机构的结构简图；

[0015]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限位支撑机构与履带轮机构及动力机构连接的结构简图；

[0016]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动力机构的结构简图；

[0017] 图中：1-扶手总成；2-转向机构；3-操控机构；4-动力机构；5-  履带轮机构；6-快速

接头；7-限位支撑机构；8-驱动轮；9-履带；10-  履带轮支架；11-承重轮；12-引导轮；13-动

力装置；14-齿轮箱轮毂连接盘；15-张紧可调节支架；16-发动机底罩；17六角调节螺母； 

18-限位杆固定座；19-限位杆；20-六角螺母；21-六角头法兰面螺栓；  22-下泵；23-张紧轮；

24-刹车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以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19] 实施例一：如图1-图7所示：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其组成包括：扶手总

成1、转向机构2、操控机构3、动力机构4、履带轮机构5、限位支撑机构7，其特征在于：所述履

带轮机构5设置在动力机构4两端，所述履带轮机构5包括履带轮支架10，所述履带轮支架上

10设有驱动轮8，所述履带轮支架10上设有若干个承重轮11，所述履带轮支架10上设有引导

轮12，所述履带轮支架10上设有张紧可调节支架15，所述张紧可调节支架15上设有张紧轮

23，所述履带设置在驱动轮8、引导轮12、承重轮11、张紧轮23的外侧，所述履带轮机构5设置

有转向机构2，所述转向机构2设置在履带轮机构5与动力机构4之间，所述动力机构4包括动

力装置13，所述动力装置13下方设置有发动机底罩16，所述发动机底罩16下方设置有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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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机构7。

[0020] 具体的：所述驱动轮8中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10与履带轮支架  10连接，所述引导

轮12中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10与履带轮支架10  连接，所述履带轮支架10设置在驱动轮8与

刹车盘24之间，所述承重轮11中心轴贯穿履带轮支架10与履带轮支架10连接，所述履带轮

支架10一端套着张紧可调节支架15，所述张紧可调节支架15与履带轮支架10可伸缩移动，

所述张紧轮23贯穿张紧可调节支架15  与张紧可调节支架15连接。

[0021] 具体的：所述限位支撑机构7包括限位杆19，所述限位杆19上设置有六角调节螺母

17，所述限位杆19贯穿限位杆固定座18与限位杆固定座18连接，所述六角调节螺母17设置

在限位杆19与限位固定座18连接在贯穿处两端，所述限位支撑机构7可通过调节限位杆19

上的六角调节螺母17来调整除雪机的平衡角度，所述动力机构4包括快速接头6，所述限位

支撑机构7调节到合适平衡角度时，快速接头6可独立操作拆装更换除雪装置。

[0022] 工作原理：使用时，一种履带轮结构的多功能除雪机，设置有两个安装有若干个承

重轮11的履带轮机构5，大大增加了触地面积，履带9采用了丁睛复合橡胶，轻便耐用，适应

各种路面，具有极强的制动、减震、防滑效果，履带轮机构5安装有一个张紧可调节支架  15

与张紧轮23，可调节履带轮机构5的履带9张紧力度，来延长履带9的使用寿命。两履带轮机

构5各设有一个转向机构2，可通过对单向的履带轮机构5刹车减速，使多功能除雪机实现快

速转向。动力机构4下方安装有限位支撑机构7，能使多功能除雪机的快速接头6  保持水平

位置，无需其它操作，单人即可快速拆除机头和安装机头。

[0023]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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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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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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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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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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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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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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